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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名
牌农产品申报认证，取得省、市名牌、著名商标农产品22个，打造了
一批叫得响、信誉好、销量大的地方特色农产品。今起本报开设“地
皮小菜叫得响”专栏，围绕我市已获得“三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认
定的品牌农产品，就其在创牌、保鲜、包装、销售等方面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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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彦茗

10月19日下午，记者走进位于南阳
镇光明村的启东市南阳蔬菜有限公司，
只见大棚内刚刚移栽的茄苗一片碧绿，
长势喜人。“这批新育苗移栽的茄子预计
明年1月左右上市，正好赶上春节这一
消费旺季，有望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负责人王忠辉表示。

青皮长茄，耐盐碱，在沙土上长势良
好，在我市已有百余年的种植历史，是我
市主要蔬菜之一。“红烧螃蜞茄子”、“茄
子洋扁豆汤”是启东地区著名的农家菜。

“玉米粞饭茄脚柄，越吃越得劲”的民间
俗语，更是说明了青皮长茄在启东民间
的受欢迎程度。

“原先，启东青皮长茄在全市多以散
户零星露地种植为主，自给自足，本地消
费。”市农委监管科科长顾洪生告诉记
者，启东青皮长茄不仅口感好，更富含蛋
白质、碳水化合物、钾、钙等营养元素，独
特的风味和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
好评和青睐。

为进一步扩大启东青皮长茄的影响
力，近年来，我市农业部门积极推广钢架

大棚设施、采取科学栽培措施，选用高产
优质品种，开发高效种植模式，拓宽市场
销售平台，启东青皮长茄生产呈现出连
片规模化、高效集约化、特色鲜明化等特
征。同时，自2012年起，农业部门围绕农
产品基地建设、农业标准化生产、无公害
产品管理和产品申报等，加强农产品质
量建设。2016年，启东青皮长茄获得农
业部地理标志农产品认定。同时，江天生
态园、南阳蔬菜有限公
司、启东市多吃点绿色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启东
青皮长茄”成功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获得荣誉的启东青皮长
茄，对充分发挥我市农业

区位优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起
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顾洪生表示。

近年来，启东青皮长茄逐渐形成了
一批规模化生产基地。“目前，公司的启
东青皮长茄大棚种植面积达1500亩，露
地种植面积近7000亩。”王忠辉说，其中
大棚亩产值 15000 元，露地亩产值
8000元。全市的启东青皮长茄播种面
积已达45000多亩（露地播种面积超过
17000亩），年产量在18万吨以上，生
产区域遍及全市12个镇。同时，随着商
品化处理程度的不断提高，启东青皮长
茄的生产销售更加注重无公害农产品产
品和品牌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进一步提升了我市
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科技含量，
实现了双赢。

本报讯 10月20日上午，
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庄中秋、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程静一行来启调研。市领
导徐锋、石光辉、沈良杰、张建
新、潘国红、黄松涛参加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调研
了吕四渔港经济区、仙渔小镇
神鲜街、环抱式港池、华峰超
纤、广汇能源、行政中心科技馆
等地。在吕四渔港经济区，调研
组详细听取了建设总体规划、
发展目标和工程进展等情况介
绍。吕四渔港经济区包括船闸
工程、水域工程和陆域工程三
部分，主要由外拓围堤、船闸建
造、吹沙造陆、航道疏浚、道路
管网、内港池和三个岛式码头
等项目组成。目前，渔港经济区
内港池码头、两闸外迁、内外航
道疏浚基本完工，已初步满足
渔船停靠及装卸功能要求。在
广汇能源LNG码头，调研组详
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广汇能源
项目计划总投资53亿元，建设
包括LNG、煤炭、液体化工品在
内的综合物流基地。其中一期
工程主要规划建设LNG分销
转运站项目，力争12月底前第
一船LNG上岸。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新汇报了
我市人大常委会今年以来的工
作情况及市、镇两级人大换届
工作部署情况、遇到的问题及
近期工作打算。今年以来，市人
大常委会抓住重点，创新方式，
切实提升监督工作实效；突出
主体，优化服务，全力支持代表
发挥作用；依法任免，强化评议，
认真行使人事任免职权；完善
制度，规范履职，不断加强人大
自身建设，为促进全市经济社
会更好更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下阶段，市人大常委会将认
真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按照工
作计划，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切
实做好培训工作，定期开展督
查指导，筹备召开新一届人大
一次会议，完成好各阶段工作
任务。继续深入贯彻中央18号
文件、省委26号文件精神，围绕
党委工作重点、政府工作难点
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
开展视察、调研、执法检查，切
实推进人大信息化工作，健全
人事任免工作机制，积极推进
人事任免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认真督办代表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深入推进镇人
大规范化建设，精心组织代表活动，切实提高活动质量。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锋首先对南通市人大
常委会历来关心支持启东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
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事关重大，启东将严格按照时间节
点稳步推进，各有关部门将紧密配合，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
举各项工作。同时，市四套班子已经落实相关调研方案，即
将开始调研，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建言献策提供保障。

庄中秋表示，启东近年来的发展令人振奋，未来发
展前景值得期待，南通市人大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启东，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针对当前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庄中秋要求启东要高度重视，抓住各个时间节
点，形成合力，严格依法扎实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要加大
调研力度，充分做好新形势下的发展调研工作，为新一
届市、镇人大代表做好服务培训工作，真正让人大代表
尽责履职、建言献策。 （黄彦茗）

本报讯 10月20日上午，全市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启东经济开发区
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锋
宣布项目正式开工。市领导黄卫锋、顾云
峰、汤雄、王凯、石光辉、黄松涛、孙建忠、
张卫生、宋逵等出席活动，并为项目开工
剪彩。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牢固树立“项
目为王”的理念，扎实开展“项目建设提
速年”活动，猛攻有效投入、狠抓项目推
进，项目建设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前三季度，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73个，其中工业项目47个、服务业
项目26个，累计完成投资64.21亿元。

100个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14.2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2%；竣工投产
项目13个。15个南通市级重大项目完
成投资 82.3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81.4%，超序时进度6.4个百分点。

本次集中开工的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共有35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2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9.65亿元，平均单
体规模2.28亿元，其中工业项目25个，
计划总投资50.94亿元；服务业项目10
个，计划总投资28.71亿元。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卫锋在集中开
工仪式上致辞。他指出，这些优质项目
的顺利实施必将为启东新一轮跨越发

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提供更有力的支
撑，蓄积更大的发展潜能。全市上下要
紧紧围绕项目中心和企业主体，不断优
化发展环境，推动资源向项目聚焦，要素
向项目聚拢，力量向项目聚合，让每一个
来启投资的客商都感到满意，让每一个
在启发展的项目都能茁壮成长。希望投
资方和建设方进一步增强时间意识、紧
迫意识、效率意识，狠抓节点，加
快建设，力争早日竣工达产。有
关部门要切实提供优质服务，
不断催生我市项目建设的新亮
点、新攻势、新成效，为实现“十
三五”良好开局，建设“强富美

高”新启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集中开工仪式由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王凯主持。
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高红宇介绍了开发区项目建设情况。
各镇、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市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
加了活动。 （钱爱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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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个亿元以上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79.65亿元，平均单体规模2.28亿元

10月20日下午，一起舞吧·中国广场
舞公益行（启东站）暨启东市广场舞协会
成立一周年广场舞展演在市体育馆举行。

据了解，广场舞协会成立以来，已经
发展会员570名。活动中，来自南北城区
街道、老年大学、微马协会等28支健身队
参加了展演。图为紫阳文艺队表演的舞
蹈《快乐老太》。 潘杨摄

启东青皮长茄以皮青肉嫩的独特风味和品质，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认定，受到消费
者的好评和青睐——

每年有18万吨端上餐桌
学名：青

皮长茄
产地：启

东、海门一带
特征：果皮翠绿色，果型圆

直细长
特色菜：红烧螃蜞茄子、茄

子洋扁豆汤
所获荣誉：获国家地理标

志认定，并进入全国名特优新
产品目录

名片

本报讯 10月20日下午，招商局
资本启东汇海产业发展基金签约仪式
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市领导徐锋、黄卫
锋、王凯、孙建忠出席签约仪式。

为进一步落实我市产业发展战略，
充分依托我市出江入海、毗邻上海的区
位优势，在现有主导产业基础上，引进

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
及现代农业、服务业项目落户启东地
区，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助推本地产业
转型升级，我市和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拟作为发起人共同设立“启东
汇海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金将采取市场化运作

模式，专业从事产业投资业务。基金首
期规模20亿元，最终总规模100亿元。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锋
对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启东
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
启东正处于加快转型期，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启东，“四个城市”发展正全力推进。此次

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
段，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下一步工作
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相信未来
的合作一定能结出更多丰硕的成果。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杨百千表示，启东市委市政府在
招商引资方面的成就以及良好的研发
平台，给基金成立奠定了良好基础，相
信未来会和启东达成更多共识，拓展合
作触角，深入开展优质合作。

签约仪式上，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天安和招商局资本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平签订了
合作协议。 （张以）

招商局资本启东汇海产业发展基金签约仪式举行

该基金专业从事产业投资业务

“海内外人才启东行”座谈会举行

全面了解启东
深入洽谈合作
本报讯 10月20日，“海内外人才启东行”座谈会在

市行政中心举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桑涛、长春工业
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院长张龙、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
张琪以及国外多所大学和企业的专家教授共21人参加
了座谈。市领导赵男男、朱晓阳出席会议。

据了解，此次来启考察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研究的
项目与我市新兴产业契合度高，涉及节能环保、电子信
息、生命科学、生物科技等领域。副市长朱晓阳介绍了启
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近年来，我市围绕重点产业、新
兴产业，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2.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5%。全市
已形成了海工及重装备、电力及能源装备、精密机械及
电子、新医药、新材料和通用航空等“三新三优”产业。

朱晓阳表示，启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创新
驱动发展，更加渴求创新创业人才，希望专家学者通过
此次活动，全面了解启东、深入洽谈合作。启东将全面优
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创新创业提供优良条件。

会上，专家教授们观看了启东专题宣传片，并进一步了
解了启东的人才政策环境。大家纷纷表示，启东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战略优势明显，期望就相关专业领域与启东有更
多的交流与合作。专家教授们还参观考察了创新型经济园、
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产业规划馆等地。 （戴丽丽）


